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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合作办学平台 
招聘学校简介及岗位需求 

 

北京师范大学淮安学校（筹） 

北京师范大学淮安学校是北京师范大学与淮安经济技

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合作举办的一所民办非营利体制创新

型学校。淮安学校选址在国家级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总投

资 12 亿元人民币，其中高中部占地面积约 224 亩，总建筑

面积约 11.4 万平方米，设计办学规模为 60个教学班；初中

异地新建。另在科教产业园区举办九年一贯制学校及幼儿

园，学校占地面积约 180 亩，建筑面积约 9.9万平方米，规

划幼儿园 18 个班，小学 48个班，初中 48个班。高中于 2018

年动工建设，于 2019 年 5 月 31 日前完成全部工程；幼儿园、

小学、初中于 2019 年动工建设，于 2022 年 5 月 31 日前完

成全部工程。 

招聘岗位：正、副职管理人员 

 

北京师范大学榆林学校（筹） 

北京师范大学榆林学校是北京师范大学与榆林市人民

政府合作举办的一所民办非营利体制创新型学校。榆林学校

选址在西南新区，中学部占地总面积不低于 302亩，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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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占地总面积 180 亩，总建筑面积约 97000平方米。设计

办学规模 180个班，其中幼儿园 18 个班，小学 72 个班，初

中 54 个班，高中 36 个班。榆林学校根据素质教育、特色发

展需要，在规划设计、设施设备方面预留发展空间，适当高

配。榆林学校初中部于 2019 年 7月 31 日前完成全部工程，

幼儿园、小学部于 2020年 7 月 31 日前完成全部工程。 

招聘岗位：正、副职管理人员 

 

北京师范大学汉中学校（筹） 

北京师范大学汉中学校是北京师范大学与汉中市人民

政府合作举办的一所民办非营利体制创新型学校。汉中学校

选址在汉中兴汉新区，占地总面积 300亩，总建筑面积约 20

万平方米。设计办学规模 180 个班，其中幼儿园 24 个班，

小学 72 个班，初中 54 个班，高中 30 班。汉中学校于 2019

年 3 月开始动工建设，于 2020年 5月 31 日前完成全部工程。 

招聘岗位：正、副职管理人员 

 

北京师范大学上饶学校（筹） 

北京师范大学上饶学校是北京师范大学与上饶市人民

政府合作举办的一所民办非营利体制创新型学校。上饶学校

选址在信州区，占地总面积不低于 310亩，总建筑面积约 15

万平方米。设计办学规模 120 个班，其中幼儿园 24 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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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 36 个班，初中 30 个班，高中 30 个班。上饶学校根据

素质教育、特色发展需要，在规划设计、设施设备方面预留

发展空间，适当高配。上饶学校于 2019年底开始动工建设，

于 2021年 5 月 31 日前完成全部工程。 

招聘岗位：正、副职管理人员 

 

北京师范大学银川学校（筹） 

北京师范大学银川学校是北京师范大学、银川市人民政

府合作举办的一所体质创新学校。选址在银川市金凤区大连

路以北、沈阳路以南、凤凰北街延伸段以西、正源北街以东

范围内，规划总用地面积为 800 亩，总建筑面积约 10 万平

方米。设计办学规模为 126 个班，其中幼儿园 24 个班、小

学 48 个班、初中 30 个班、高中 24 个班。学校根据素质教

育、特色发展需要，在规划设计、设施设备方面预留发展空

间，适当高配。该项目计划于 2018 年 3 月开始动工建设，

拟于 2019 年 6月 30 日前完成建设。 

招聘岗位：副职管理人员 

 

北京师范大学宣城学校（筹） 

北京师范大学宣城学校是北京师范大学、宣城市人民政

府合作举办的一所幼儿园、小学、初中及高中一体化学校。

北京师范大学宣城学校规划总用地面积约 500亩，总建筑面

积约 20 万平方米，投资估算约 9.5 亿元。设计办学规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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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个班，其中幼儿园 24个班、小学 36 个班、初中 36 个班、

高中 30个班，建成后可同时容纳约 6000名学生就读。学校

将于 2019年秋季建成招生。 

招聘岗位：副职管理人员 

 

北京师范大学廊坊开发区学校（筹） 

北京师范大学廊坊学校是北京师范大学与廊坊经济技

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合作举办的一所民办非营利体制创新

型学校。廊坊学校选址在廊坊市开发区，占地总面积约 475 

亩，总建筑面积约 18 万平米。 设计办学规模为 168 个班，

其中小学 72 个班，初中 48个班，高中 48 个班。廊坊学校

根据素质教育、特色发展需要，在规划设计、 设施设备方

面预留发展空间，适当高配。 

招聘岗位：正、副职管理人员 

 

北京师范大学南川附属学校 

北京师范大学南川附属学校是北京师范大学、南川区人

民政府、北京融尚智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作创办的一所

“民办体制、政府支持、自主办学”十二年制的非营利性混

合所有制学校。学校坐落于重庆市南川区隆化大道 19 号（南

川区西城街道龙济桥居委），规划学校占地总面积 230亩，

建筑总面积 6.3万平方米，学校按高于国家标准进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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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初步规模为 144 个教学班。学校于 2016 年 9 月正式开

学。 

招聘岗位：正、副职管理人员 

 

北京师范大学静海附属学校 

北京师范大学静海附属学校是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市静

海区人民政府合作举办的一所体制创新型非营利性十二年

制学校。校址位于静海区团泊新城西区，总建筑面积约 11

万平方米，设计规模包括小学、初中、高中共 120 个教学班。

北师大静海附属学校采用“政府主导，体制创新，自主办学”

办学模式。学校设定一定比例的义务教育及高中阶段公办学

位，用于招收学校周边片区符合招生条件的学生，不收取择

校费。按照一期招标合同约定，2018 年 9月北师大静海附属

学校即具备小学学段起始年级招生条件，招收一年级新生。 

招聘岗位：正、副职管理人员 

 

北京师范大学保定实验学校（筹） 

北京师范大学保定实验学校（含幼儿园部分及九年一贯

制部分）是由北京师范大学与保定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保定英利源盛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三方共

同举办的一所民办体制创新型学校。学校占地总面积约 80

亩，总建筑面积约 5 万平方米。设计办学规模为 90 个班，

学校按照高于国家标准建设，并根据学校素质教育、特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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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需要，在规划设计、设施设备方面预留发展空间，适当高

配。北京师范大学保定实验学校的办学目标为立足保定，提

升保定市基础教育水平。学校拟于 2019年 9 月开学。 

招聘岗位：副职管理人员 

 

北京师范大学大连普兰店区附属学校 

北京师范大学大连普兰店区附属学校是北京师范大学

与大连普兰店区人民政府联合创办的一所九年一贯制公立

学校，是当地人民政府所属全民事业单位。学校已于 2014

年 9 月正式开学。学校建设总投资约 3 亿元，占地面积

80666.9平方米，建筑面积 47636.2 平方米，计划开设 54 个

教学班，约 2000 名学生。学校实行小班制教学，小学每班

不超过 35人，中学每班不超过 40人。学校设有教学综合楼、

食堂宿舍楼、国际教育交流培训中心、国家标准体育馆、400

米标准塑胶运动场和多个篮、排球运动场。学校位于普湾新

区内湾核心位置，毗邻万科海港城，与大连新市区核心区隔

海相望，仅三公里之遥。 

招聘岗位：副职管理人员 

 

北京师范大学北海附属中学 

北京师范大学北海附属中学是北京师范大学、北海市人

民政府按照“国有联办、协议管理、自主办学”的模式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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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的公办完全中学。学校位于北海市海城区北海大道西段

以南；校园占地面积 66667平方米，建筑面积 66903 平方米。

北京师范大学北海附属中学是北海市重大民生工程之一，学

校工程已于 2015 年 8 月份全部交付使用，2015 年 9 月 1 日

正式开学。 

招聘岗位：副职管理人员 

 

北京师范大学广州实验学校 

北京师范大学广州实验学校是北京师范大学、广州市萝

岗区人民政府合作举办的一所十五年制公立学校。校址位于

萝岗区长岭居范围内。学校设计办学规模包括幼儿部（18

班）、小学部（36 班）、初中部（30 班）、高中部（36班）。

学校小学、幼儿部占地约 80-100亩，初中、高中占地约 174

亩（含南方教育资源中心），按照广东省一级学校（幼儿园）

建设标准进行施工设计，并完成配套验收。学校以建成提高

型、创新型优质学校为目标，并根据学校素质教育和特色发

展需要，在规划设计、设施设备方面适当预留发展空间，适

当高配。学校于 2016 年 9月正式开学。 

招聘岗位：副职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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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沈阳附属学校 

北京师范大学沈阳附属学校是北京师范大学、沈阳市人

民政府与绿城集团三方联合举办的一所九年一贯制公立学

校（含幼儿园）。北京师范大学沈阳附属学校设计规模为小

学 36 个教学班，初中 36个教学班。小学部（含幼儿园）位

于沈阳市浑南区全运北路，规划用地 49 亩；中学部位于沈

阳市浑南区全运路，规划用地 100 亩。按照国家标准建设主

教学楼、行政楼、综合实验楼、图书馆、体育馆、综合田径

场、综合餐厅等，根据学校素质教育、特色发展需要，在规

划设计、设施设备方面适当高配。学校于 2014 年 9 月正式

开学。 

招聘岗位：副职管理人员 

 

北京师范大学新余附属学校 

北京师范大学新余附属学校是北京师范大学、新余市孔

目江生态经济区合力创办的一所十二年制创新型公办学校。

学校位于新余市毓秀山南麓、毓秀西大道西端，占地面积 285

亩，建筑面积 9.8 万平方米。学校设计规模为 102个教学班，

其中小学 36 个教学班，班额 35 人；初中 42 个教学班，班

额 40 人；高中 24 个教学班，班额 50 人。学校于 2013 年 9

月 1 日正式开学。 

招聘岗位：副职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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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渤海新区附属学校 

北京师范大学渤海新区附属学校由北京师范大学、渤海

新区中捷产业园区管委会、祥兴集团三方按“民办体制、政

府支持、自主办学”原则合作创办，是一所非营利性体制创

新型优质教育资源学校。学校依托北师大雄厚的基础教育资

源，坚持特色办学铸造教育品牌，定位高端化，小班化，特

色化，国际化，高质量，高品位，力争将北师大渤海附属学

校打造成河北省享有良好声誉的品牌学校，为社会培养适应

时代发展的新型国际化人才。学校地处沧州市渤海新区中捷

产业园区，占地 300 亩，建筑面积 15 万多平方米，投资 10

亿元。学校办学规模为小学 36个班、初中 48 个班、高中 48

个班，并将适时开办国际部。学校已于 2017 年 9 月 1 日正

式开学，拟开设小学 8-12个班，初中 8-12个班。 

招聘岗位：副职管理人员 

 

北京师范大学平果附属学校 

北京师范大学平果附属学校创办于 2013 年 3 月，由北

京师范大学、广西壮族自治区平果县人民政府共同举办。学

校坐落在广西南宁近郊的平果大学城内，占地 500 亩，总建

筑面积 229800 ㎡。学校为十二年制，分小学部、初中部、

高中部，学校设计规模为：小学 48 个班；初中 48 个班；高

中 72 个班，总在校生人数 5952 人。至 2018 年秋季学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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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个教学班，在校生 3337 人，教职员工 263 人，专任教师

244 人。 

招聘岗位：副职管理人员 

 

北京师范大学福清附属学校 

 北京师范大学福清附属学校是北京师范大学、福清市

人民政府、泽融(福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合作创办的一所企

业出资、政府支持的体制创新型学校。学校地处福建自贸区

核心区域，紧邻福清市火车站。学校总占地面积 528 亩，校

内使用面积 364.5 亩，总建筑面积 38 万平方米，总投资 15

亿元，规划办学规模 13000 人。2014 年 11 月，北京师范大

学福清附属学校被列为福州市人民政府与北京师范大学战

略合作的重要内容。学校于 2015年 9 月正式开学。 

招聘岗位：副职管理人员 

 

北京师范大学贵安新区附属学校 

北京师范大学贵安新区附属学校是北京师范大学、贵州

贵安新区管理委员会共同创办的非营利体制创新型学校。学

校占地面积 548亩，位于贵安新区中心区，毗邻百马大道、

天河潭大道以及金马大道，项目建设包括幼儿园、小学、初

中、高中及教师公寓。学校设计办学规模为：幼儿园 3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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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班，占地面积不少于 40 亩；小学、初中、高中占地总

面积不少于 500亩。小学 60 个教学班、初中 60个教学班、

高中 30个教学班。幼儿园班额原则上不超过 30人，小学班

额原则上不超过 35 人，初中班额原则上不超过 40人，高中

班额原则上不超过 45 人，配套设施建设将达到贵州省标准

化学校建设水平并预留空间。学校于 2016 年 9月开学。 

招聘岗位：副职管理人员 

 

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 

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是北京师范大学与海口市人

民政府合作创办的一所国有公办性质的学校。校址位于海南

省海口市江东片区，占地面积 206 亩，按照标准化学校建设

要求进行施工设计。规划办学规模 4320 个学位，96 个教学

班，班额控制在 45 人以内。学校初中部和高中部，分步实

施建设。学校初中部已于 2017 年 9 月开学，高中部于 2018

年 9 月招生。 

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力争五年内达到省一级学校

的标准，八年内建成一所管理科学、民主规范，具有鲜明办

学特色，拥有一流教育设施和教师队伍的全省乃至全国一流

的实验性、示范性的现代化学校。 

招聘岗位：副职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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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邯郸附属学校 

北京师范大学邯郸附属学校是由北京师范大学、邯郸市

人民政府、邯郸市辰信投资有限公司合作举办的九年一贯制

学校和幼儿园，学校性质是民办学校。校址位于邯郸市丛台

区，占地面积约 136 亩。幼儿园按照省级优质园标准，与九

年一贯制学校同期建设。学校规模为小学 60 个班，初中 36

个班。北京师范大学邯郸附属学校的办学目标为立足邯郸，

提升邯郸市基础教育水平。学校于 2018年 9 月开学。 

招聘岗位：副职管理人员 

 

北京师范大学台州实验学校 

北京师范大学台州实验学校是北京师范大学、台州市黄

岩区人民政府、台州市黄岩区高铁新区建设指挥部合作举办

的一所非营利性体制创新型九年一贯制学校和幼儿园。校址

位于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学校占地总面积约 180 亩，总建

筑面积 6.6 万平方米。设计办学规模为 120 个班，其中小

学 60 个班，初中 30 个班，幼儿园 30 个班。北京师范大学

台州实验学校的办学目标为立足台州，提升台州市基础教育

水平。学校于 2017 年 9 月借校开学，2019 年 9月正式开学。 

招聘岗位：副职管理人员 

 

北京师范大学长沙附属学校 

北京师范大学长沙附属学校是北京师范大学与长沙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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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和幼儿园。校址位于长沙临空经济区，占地总面积约 400

亩，总建筑面积约 18 万平方米，总投资近 7 亿元人民币。

设计办学规模为 8000 人左右，174 个班，其中幼儿园 24 个

班、小学 72 个班、初中 42 个班、高中 36 个班。北京师范

大学长沙附属学校的办学目标为五年内成为湖南省享有良

好声誉的高质量、有特色的名校。学校于 2018年 9 月开学。 

招聘岗位：副职管理人员 

 

北京师范大学盐城附属学校 

北京师范大学盐城附属学校是北京师范大学与盐城经

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共同举办的一所幼儿园、小学、初中及

高中一体化国有民办非营利体制创新型学校。校址位于盐城

经济技术开发区境内。学校占地面积约 400亩，幼儿园、小

学 150亩，初中、高中 157 亩，89亩土地拟作预留发展用地。

设计办学规模为 126 个班，其中幼儿园为 18 个班、小学为

36 个班、初中 36个班、高中 36个班。幼儿园平均班额不超

过 30 人，小学平均班额不超过 40人，初、高中平均班额不

超过 45人。学校于 2018年 9 月 1日正式开学。 

招聘岗位：副职管理人员 


